
从个人网站到草根公益

蓝城兄弟的前身是 2000 年
成立的“淡蓝网”。 作为一名当时
还没有公开“出柜”的“同志”，渴
望获得更多认同的警察马保力
用业余时间建立了自己的个人
网站，命名为“淡蓝色的回忆”，
并给自己取了网名“耿乐”。

在招股书中， 耿乐写道：对
我来说， 这就是互联网的力
量———它让我们提升自己，让我
们温暖世界各地那些因为性取
向而孤独、无助和恐惧的人。

在这里，耿乐写下自己的故
事，也分享自己的心情。 很长一
段时间里，网站的运营和管理由
耿乐一个人负责。

随着更多人涌入网站，依靠
一个人来维持网站越来越不现
实。 2006 年，耿乐邀请了一些在
做类似网站的人组建了团队，并
将网站正式更名为淡蓝网，为相
关人群提供信息、资讯和知识。

随后，淡蓝网的影响力逐步
扩大。 但因为政策、社会环境、误
解等多种因素，网站在发展过程
中遇到一系列问题。

转机发生在 2008 年奥运会
召开前，新华社在一篇英文报道
中介绍了北京部分面向同性恋
者的娱乐场所和相关话题，其中
写道“如今，中国的年轻同性恋
者享受着更自由的环境。 随着爱
白网、淡蓝网等同性恋网络社区
的蓬勃发展，同性恋可以很容易
地找到彼此，并通过在线论坛或
聊天室安排活动”。

在多种因素促使下，2009
年，淡蓝团队正式搬到北京。 也
是在这一时期，身边朋友感染艾
滋病的消息，引起了耿乐内心的
震动。 意识到应为“同志”提供更
多帮助和服务后，淡蓝公益成立
了， 他们主动找到相关部门，寻
求在公共卫生、艾滋病防治和检
测、反歧视宣传等方面的合作。

高光时刻与发展难题

作为相关人群的聚集平

台，在艾滋病防治中，淡蓝网具
有独特优势， 受到卫生部门的
欢迎，艾滋病检测咨询、感染者
关怀、 防艾宣传等活动逐步开
展起来。

2012 年 11 月 26 日，世界艾
滋病日到来前夕，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
席在卫生部举办的座谈会议，接
见了淡蓝网、 天津深蓝工作组、
上海青艾等 12 家草根组织负责
人，听取民间防艾工作汇报。

当时的报道中是这样描述
淡蓝网的：淡蓝网是一家为男男
人群提供互联网服务的网站，多
年来一直致力于利用互联网技
术开展防艾工作。 今年他们又在
北京地区建立了三个免费艾滋
检测点，将网友动员到线下开展
艾滋病的咨询检测，收效明显。

会议之后，耿乐与总理握手
的照片在社群内、媒体中广为流
传，对淡蓝网和淡蓝公益无疑是
一种巨大的认可。 淡蓝网由此也
吸引了更多的用户。

淡蓝逐步发展成为具有较
大影响力的民间艾滋病防治机
构。 从北京市性艾协会、北京市
疾控中心、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协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到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署，合作的政府部门、国际组

织和社群机构越来越多。
然而，作为草根公益，淡蓝

依然面临着资金上的难题：难以
筹款，少量的广告和政府经费支
持并不能让团队可持续运转，也
难以找到更好的人才。

另一种服务方式

如何才能让机构可持续运
转，为相关人群提供更多的服务
呢？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为淡蓝带
来了转机———淡蓝推出了移动
端“Blued”。

在垂直领域的用户增长与
平台优势， 让 Blued 赢得了投资
人的青睐。 2013 年 8 月，获得第
一笔来自投资人的投资———300
万元，淡蓝的发展走上快车道。

2014 年 8 月，A 轮融资数千
万元；10 月，B 轮融资 3000 万美
元———这 一消 息 在 苹果公 司
CEO 蒂姆·库克公开“出柜”的第
二天对外公布。

2016 年，C 轮、C+轮再次融
资数亿元；2017 年，C++轮融资
数千万元；2018 年，D 轮融资 1
亿美元。

与此同时，Blued 的产品形
态不断迭代，基于精准的地理定
位，为相关人群提供通讯、社交
娱乐、直播等多种形态的服务。

2015 年 12 月，Blued 上线了
直播功能， 受到用户的欢迎，并
通过出售虚拟礼物、虚拟货币以
及和普通主播、签约主播的收入
分成带来了更多的营收。

2016 年， 商业化正式开启，
Blued 国内业务实现全年盈利，
海外市场的开拓也开始实施。

用户、流量、影响力的增长
吸引了更多的广告。 2017 年，京
东、天猫、淘宝、1 号店、杜蕾斯等
品牌开始投放广告。

与此同时，为同、异性恋人
群提供海外辅助生育、海外医疗
服务的产品上线。

2018 年， 陆续推出会员增
值、 面向男性消费者的内容电
商、短视频、游戏联运等新业务。

2019 年旗下专注男性健康
领域的服务平台荷尔健康上线。

“我们为用户提供一个安全
的绿洲， 以满足他们对社交网
络、信息共享、娱乐、卫生和健康
以及为人父母等方面的需求，这
些需求还没有被更广泛的社会
的一般商业环境完全解决。 ”耿
乐在招股书中写道。

截至 2020 年第一季度 ，
Blued 在全球有超过 4900 万注
册用户，覆盖 21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平均月活用户 600 万。 其中，
海外月活用户数占比超过 49%，

已经是印度、韩国、泰国和越南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最 大 的 在 线
LGBTQ 社区。

7 月 8 日晚 ， 蓝城兄弟
（BlueCity）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
上市，股票代码为“BLCT”，发行
价为 16 美元。 7 月 9 日，收盘价
为 23.43 美元， 较发行价上涨
46.44%， 以收盘价计算， 市值为
8.35 亿美元。

在新闻稿中， 蓝城兄弟表
示，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一方
面为全球粉红经济的前景打开
了想象空间，另一面则是蓝城兄
弟在 LGBTQ 社群 20 年的探索
和深耕。

为公益注入更多力量

在 以 商 业 手 段 为
LGBTQ 社群服务并获取
收入的同时，淡蓝公益以公

益的方式为社群提供的服务并
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壮大。

2017 年， 淡蓝向社会组织
参与艾滋病防治“母婴阻断公益
行动”捐款 100 万元。

2019 年， 中国预防性病艾
滋病基金会淡蓝公益专项基金
成立。

2020年，上市当天，蓝城兄弟
宣布再次向“中国预防性病艾滋
病基金会淡蓝公益专项基金”捐
赠 100万元， 旨在推动艾滋病防
控与促进 LGBTQ人群的健康。

作为公司内部负责防艾和
社群服务工作的淡蓝公益团队，
目前服务范围已经涵盖了互联
网干预、同伴外展活动、志愿者
能力建设和培训、艾滋病检测咨
询、感染者关怀等领域。

具体来说，淡蓝公益和全国
多个具有影响力的防艾公益机
构合作建立了检测点，帮助感染
者接受抗病毒治疗。

“快乐检”预约系统收录了
7000 余个国家艾滋病自愿咨询
检测点信息，让用户可以方便的
找到离自己最近的检测点，并帮
助全国多个城市建立线上预约、
线下检测的新型工作模式。

面向青年人群，淡蓝公益推
出了“青春零艾滋”活动，推动艾
滋病防治知识普及和干预。

与此同时，多个防艾公益机
构入驻了 Blued 公益平台， 为用
户提供防艾咨询。

淡蓝公益还参与相关部门
和学术机构组织的科研活动，先
后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科委的
研究性项目。

此外，淡蓝公益在北京地区
有约累计 300 名志愿者，从 2008
年至今已累计贡献约 3 万余小
时公益时长，为青年人群提供免
费的健康咨询服务。

商业反哺公益已经成为一
种现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商
业企业。 我们的商业运作是我们
与世界接触的门户，也是通过消
除歧视推动社会进步的温和力
量。 ”耿乐在招股书中写道。

不论是商业还是公益，最终
受益的是机构所服务的人群，这
或许是淡蓝成功的主要原因。

“我们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服
务。 ”耿乐在招股书中强调。

从草根公益到纳斯达克上市

蓝城兄弟是如何做到的？■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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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 ， 蓝城兄弟
（BlueCity） 正式在纳斯达克
挂牌上市。 蓝城兄弟创始人、
董事长兼 CEO 马保力 （耿
乐）在致同事们的一封信中表
示：从一家个人网站到一家上
市公司，我们走了 20年。

20 年前，耿乐成立了个
人 网 站———淡 蓝 网 ；12 年
前， 淡蓝公益成立；8 年前，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卫生
部举办的座谈会议上接见了
耿乐———他和另外 11 个草
根组织负责人一起。同年，一
站式终端 Blued 正式上线。

从个人网站、草根组织
到上市公司，耿乐和蓝城兄
弟（淡蓝）是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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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内部负责防艾和
社群服务工作的淡蓝公益团队，
目前服务范围已经涵盖了互联
网干预、同伴外展活动、志愿者
能力建设和培训、艾滋病检测咨
询、感染者关怀等领域。

具体来说，淡蓝公益和全国
多个具有影响力的防艾公益机
构合作建立了检测点，帮助感染
者接受抗病毒治疗。

“快乐检”预约系统收录了
7000 余个国家艾滋病自愿咨询
检测点信息，让用户可以方便的
找到离自己最近的检测点，并帮
助全国多个城市建立线上预约、
线下检测的新型工作模式。

面向青年人群，淡蓝公益推
出了“青春零艾滋”活动，推动艾
滋病防治知识普及和干预。

与此同时，多个防艾公益机
构入驻了 Blued 公益平台， 为用
户提供防艾咨询。

淡蓝公益还参与相关部门
和学术机构组织的科研活动，先
后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科委的
研究性项目。

此外，淡蓝公益在北京地区
有约累计 300 名志愿者，从 2008
年至今已累计贡献约 3 万余小
时公益时长，为青年人群提供免
费的健康咨询服务。

商业反哺公益已经成为一
种现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商
业企业。 我们的商业运作是我们
与世界接触的门户，也是通过消
除歧视推动社会进步的温和力
量。 ”耿乐在招股书中写道。

不论是商业还是公益，最终
受益的是机构所服务的人群，这
或许是淡蓝成功的主要原因。

“我们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服
务。 ”耿乐在招股书中强调。

7 月 8 日，蓝城兄弟登陆纳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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